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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反应、多学科协作、精准诊治，荆门二医一周内成功抢救两例
危重血栓患者

让“急性肺栓塞”救治更快一步
荆门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郑琴清

10 月 18 日 6 时 50 分， 荆门二医急
诊科接到 120 中心指令：患者张某，女，
55 岁，家属代诉起床后突感胸闷、呼吸困
难、晕厥。到院后患者突发呼吸心跳骤停，
无自主呼吸，心率、血压均测不出，双侧瞳
孔散大……
“急性肺栓塞！”市二医心血管内二科
主任李琳在急诊科研判张某心肺复苏后
的心电图肺性 P 波， 根据多年的临床经
验第一时间初步诊断。
“立即开通‘绿色通道’，转 ICU 继续
治疗。 ”荆门二医急诊科医师杜国军当机
立断。 张某此时已急诊复苏 3 次、除颤 3
次，只要按压一停，心率马上下降，医护人
员推着转运床向 ICU 飞奔， 大家交替跪
在床上不间断徒手按压。 8 时 20 分到达
ICU，早已等候在此由心血管内科、心胸
外科、呼吸内科、血管介入科等专家组成
的 MDT（多学科诊疗模式）团队紧急会
诊，判断患者急性肺栓塞可能性大，后经
CT 血管造影确诊为大面积肺栓塞。

当日 18 时，经急诊科和 ICU11 小时
的不间断抢救， 张某闯过了消化道出血、
急性肝肾功能障碍、凝血功能障碍等一道
道致命关后， 终于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
率。
无独有偶。 10 月 25 日 16 时 15 分，
60 岁的男性患者李某，突发心慌、胸痛、
呼吸困难 5 分钟后被送往荆门二医急诊
科，经荆门二医
“胸痛中心”多学科协作确
诊为
“
双侧肺动脉栓塞”。 据了解，李某于
近日因左下肢静曲张伴静脉炎及血栓形
成做过手术，恢复期间深静脉血栓形成导
致。

成突然死亡。 通俗来说，血栓堵在心脏部
位会诱发心梗， 堵在脑血管易诱发脑梗，
堵在肺部就是
“肺栓塞”。 90%的肺栓塞患
者其血栓来自下肢静脉，静脉血栓如果突
然脱落，来到肺动脉处，将肺动脉严严实
实地堵上，人会迅速死亡，其速度远远快
于心梗。外伤、手术，多种疾病引起的血液
高凝以及长期卧床、久坐、久立都容易引
起下肢静脉血栓，预防的最佳方法就是避
免长期不动。特别是一旦发现双下肢出现
不对称性水肿，建议立即就医，行双下肢
静脉超声检查。

“肺栓塞”救治需早、快、准
死亡率大于心梗的“肺栓塞”
大家可能听说过心肌梗死、 脑梗死，
但你听说过肺梗死吗？荆门二医医务科科
长涂敏介绍， 血栓分动脉血栓和静脉血
栓，它像塞子一样堵塞了身体各部位血管
的通道， 导致相关脏器没有血液供应，造

“肺栓塞有‘幽灵杀手’之称，80%的
患者发病前都没有症状，一旦发病往往情
况就很凶险了。”涂敏表示，因肺栓塞患者
临床表现千差万别，病情隐匿、危重，其在
诊断时漏诊、误诊率极高。 近年来肺栓塞
的发病率也在逐年增加，然而，过去肺栓

塞被认为是少见病，所以很多患者对其警
惕性不高，导致错失治疗良机。 日常生活
中，如果有人突然呼吸困难、胸痛、咳嗽、
晕厥、 烦躁不安等与常见疾病有所不同，
就得考虑是否为肺栓塞。肺栓塞是包括心
脏病、脑卒中在内的全球前三位致死性心
血管疾病，发作迅速，一旦发作，给医生抢
救的时间很短，需要在 6 到 12 小时内给
予溶栓和抗凝治疗， 病情危重的可在 30
分钟内死亡。
一周内，两例极其凶险的肺栓塞患者
成功救治，得益于荆门二医今年 5 月成立
的
“胸痛中心”，建立急性胸痛优先就诊机
制。该中心把急诊科、心血管内科、心胸外
科、呼吸内科、血管介入科等相关科室整
合为一体，将“
单兵”连结作战。 通过多学
科协作、快速反应、精准诊断，并与 ICU
无缝衔接、环环相扣，为急性心肌梗死、主
动脉夹层、肺栓塞等心血管急危重症患者
争取更充足的救治时间，并施以相应有效
治疗，降低死亡率、改善临床预后。

高血压为何不能献血

子陵镇“
90 后”老人享受健康体检
荆门晚报讯 ( 通讯 员 邱 瑾 ） 近日，东宝区子陵铺
镇中心卫生院发起的“长寿之星健康体检活动”在
全镇各村拉开了序幕，卫生院院长、院领导带队，与
医护人员一起走村入户，以上门服务的方式为全镇
120 多位 90 周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了体检服务。
体检服务队走进每一位长寿老人家中， 主动、
热心地与老人交流， 了解老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将温暖的服务和健康的理念传递给老人。 体检过程
中，医护人员耐心、细致地为老人们进行基础测量、
体格检查、辅助检查（肝、肾功能、血糖、血脂）等为
主要内容的免费体检， 为老人建立全面的健康档
案， 再结合体检情况开展健康宣教及健康干预，让
老人能够更加科学健康的生活。
“长寿之星健康体检活动”是将健康和服务送
给老人的具体行动， 下一步子陵卫生院将更加用
心地为长寿老人筑起健康保护屏障， 让老人们安
享晚年。

理由一：高血压并非因为血多

很多人都了解高血压， 但对高血压
的因素不是很清楚。 其实，造成高血压的
因素并不是血多，而是血管产生了病变。
血液从心脏流经血管到达全身各处时对
血管壁形成的压力，叫做血压。 某些人血
液不能很经常地经过全身， 病变使血管
变狭窄了， 血流的压力就会增高以保证
血流经过， 这样动脉血压超过正常值就
成为了高血压的因素。
理由二：献血过程有危险

适量的献血可以起到缓解血液粘稠
度的作用，预防多种疾病的发生，对身体
健康有益处的。 但是，不提倡高血压患者
献血。 首要是怕献血过程存在危险原因。
因为高血压患者在献血时， 心脏的冠状
动脉易产生痉挛，可能引发一时性缺血，
变成心绞痛。

立冬：养护阳气，养精蓄锐

理由三：高血压患者献血对受血者不利

昨日立冬了，意味着冬季自此开始。
“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立冬是一个
重要的节气，同时也是进补的最佳时期。
立冬养生要避寒就温，保护阳气。 因此要
预防疾病的发作或加重， 需要从饮食起
居、身体精神全方面入手。
饮食调养

冬季温度低， 人体为了保持一定的
热量就必须增加体内糖、脂肪、蛋白质
的分解，以此产生更多的能量，适应肌
体的需要。 日常饮食中应注意增加富含
糖分、脂肪、蛋白质、维生素、钾、钠、钙
等营养成分的食物。 如瘦肉类、鱼类、蛋
类、鸡肉、羊肉、桂圆、木耳等，补充身体
所消耗的能量。 初冬是心血管疾病高发
期，适宜多吃清润甘酸的食物，少吃辛
辣刺激的食物，不适合总是吃麻辣类的
火锅。 在饮食中可以适量的放一些醋，

这样能够给起到软化血管以及预防心
血管病的发生。
精神调养

进入冬季以后， 人体代谢处于相对
缓慢的状态，因此冬季养生要注重“藏”，
即要保持精神的安静，尽量保持平和，积
极向上的心态。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要学
会调控不良情绪， 白天可以适当增加晒
太阳的时间，多去室外走动一下。 笑容不
但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得舒畅起来，对
于肺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经常的笑一
笑，可以增强肺活量。
运动锻炼

运动是保持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方
式，适量运动可以增加身体抵抗力，从而
增加抵抗疾病侵袭的能力。 冬天寒冷，人
的四肢较为僵硬， 锻炼前热身活动很重

要。 如伸展肢体、慢跑、轻器械的适量练
习，使身体微微出汗后，再进行高强度的
健身运动。 衣着要根据天气情况而定，以
保暖防感冒为主。 运动后要及时穿上衣
服，以免着凉。 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中老
年人，应避免寒冷的刺激，运动应在日照
充足时，避开早晚，以免诱发疾病发作，
而老年人室外运动更应注意保暖。
起居修养

立冬之后生活起居调养应该以“养
藏” 阳气为重点， 第一点要注意早睡晚
起，尤其是老年人时间允许的话，最好是
等到太阳升起，阳气生发的时候再起床，
以保证充足的睡眠，有利于阳气潜藏，阴
精蓄积。 第二点是要注意衣着得当，太厚
重太单薄均不宜。 过于单薄容易感冒损
耗阳气，过于厚重，寒邪易于侵入。
（阳阳）

除了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外， 部分高
血压患者需要服用降压药来控制体内的
血压，这部分患者体内，降压药的成分通
常可以停留一小段时间，如果献血的话，
可能会影响受血病人的身体， 这也是一
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所以， 高血压患者不能献血的规
定，其实也是从保护献血者与受血者双
方健康安全的角度出发。 不过，血液是
挽救患者生命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我
们还是希望有更多健康人士能参与无
偿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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